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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渔女赋
□ 谭代雄

想象两只蚂蚁（外三首）

□ 卓 金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钗头凤·咏梅
□ 仓林忠

祈 许（外一首）

□ 罗春柏

这一刻 世界如此洁净辽远
□ 吕 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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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后，秋的气息愈来愈浓。
季节的嬗变，对已入中年的我，变得
特别敏感。在自然四季中，秋最富
韵味，在文人墨客的诗词里，表达得
最淋漓尽致的也莫过于丰富深沉和
高远意境。秋，最让人遐想，想到枝
头上的果实熟了，想到枫叶在秋阳
下闪烁摇曳的原野，想到落满枯叶
的湖畔小径，想到丝丝不经意的凉
风，想到双鬓雪白的双亲，想到生命
中渐行渐远的岁月。

秋是澄澈的，因为秋真实。放
眼四周，到处是肃杀、剥落、赤裸、
孤寂的景象。只有到了秋的境界，
一切都回复真本性。只有此时，生
命才是真实的，心灵才是真实的，
连寂寞也是真实的。这种赤裸的
真实，让人去掉伪装，直视自己的
内心与灵魂，直达生命深处，令心
灵震撼。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
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滕王阁序》
中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佳句：“落霞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
是何等澄澈清明的秋之意境。积水
消尽，潭水清澈，天空凝结着淡淡的
云烟，暮霭中山峦呈现一片紫色。
正值雨过天晴，虹云消散，阳光朗
照，落霞与孤雁一起飞翔，秋水和长
天连成一片。傍晚渔舟中传出的歌
声，响彻山丘湖滨，飞翔中的雁群
感到寒意而发出的声声孤鸣，回荡
在山峦周遭的水畔。这样一帧清
丽辽阔的画面呈现在眼前，怎不教
人心境顿然变得清爽透亮，令往日
的世俗凡念无处躲藏。

秋是思念的，因为秋深情。简
约的秋之外表却包含繁富的意蕴，
冷峻的秋之内心却隐潜昂扬的激

情。自古逢秋悲寂寥，秋总是让人
触景生情，由情萌爱。秋是思念的
季节，在古典诗词中，悲秋情节从楚
辞《湘夫人》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
兮木叶下。”到李白的《秋浦歌》“不
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再到《红楼
梦》的《秋窗风雨夕》“秋花惨淡秋草
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
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写尽了悲
欢离合爱恨人生。唐朝诗人王维在
《秋夜曲》里对初秋生动描摹：“桂魄
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银
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
诗人通过对一位深情女子在初秋夜
思念远方的爱人的细致刻画，描绘
出一幅非常美丽的《秋夜鸣筝图》：
在一个桂魄初生的秋夜里，霜露微
浆，空气中透出一股股沁入心脾的
凉意，寂静的秋夜，透过朦胧的月
色，一袭轻罗白衣的女子抚弄着银
筝，古老而飘渺的筝声在悠悠荡荡，
琴韵如水，仿佛天籁而降，淼淼散
云，杳杳无极，诉说着无尽的哀愁，
筝声在秋夜里久久回荡……此情此
景，真是“桂魄空含露，罗薄无人
顾。夜久天凉时，谁怜一清曲。”往
往最浓烈的情感总是表现得最为平
淡朴素。

秋是宁谧的，因为秋朴素。纯
净、透明、静谧、沉思，这些都是秋特
有的品质。秋天里，一切事物都不
可抗拒回归自然。因为经历了从春
到夏茂盛生长的万物，只有接触到
秋的气息，才将各自的真正本性，显
露在明镜似的秋光中。此时，在自
然力的恣意砍伐下，枯的枯，萎的
萎，不留一点儿多余的，留下的都是
强健的躯干与根茎。灿烂回归平

淡，喧扰回复寂静，繁复回到简单，
浑浊回转清明。在唐朝王维的诗
里，深秋的意境写得最为淋漓尽致，
他在《山居秋暝》里感悟深秋：“空山
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月光透过松针之间的
缝隙透射在大地上，仿佛碎了的月
色散落在地上，却又在随风变换各
种形状，让人内心沉静、清明。一切
都是那么的静谧，如果不是听到潺
潺水声，谁也不会发觉那光洁的石
头竟拥有流水的抚摸。几行修竹，
几株松柏，几丛杂草，月上中天，不
远处有泉水潺潺，邀上三五知己，或
商界好友，或文化良朋，品茗，品景，
品情，推心置腹，谈身边事，谈天下
事，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秋是磅礴的，因为秋高远。在
秋天里，飒飒秋风让生命遐想，片片
红叶让心灵思念，沉甸甸的果实让
思想成熟。眷恋过去，憧憬将来，咀
嚼着丰腴的秋，感念磅礴大气的
秋。唐朝诗人杜甫笔下的秋最富磅
礴气势。他在《登高》里这样写道：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
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
滚来。”凭窗眺望，我们看到的正是
他吟唱的“落木萧萧，长江滚滚”的
壮丽景象，蓦然间也涌上了昂扬的
激情。诗人登高仰望，只见无边无
际的林木落叶枯枝萧萧而下，滚滚
而来的长江奔流不息。雄浑、辽阔
而又肃杀、凋零的气象，使诗人更加
感到天地浩茫，岁月悠久。联想到
自己年华已逝，壮志未酬，心情何等
落寞，何等悲壮！此情此景，直教人
感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
下”！古人此等情怀今人又有几人

能及！
秋是凝练的，因为秋成熟。成

熟、丰富、多彩、沉着，这些都是秋独
有的品格。秋，总让人感受到生命
力的练达、厚重与质感，可以看到，
可以触摸。唐朝诗人孟浩然在《宿
建德江》写道：“移舟泊烟渚，日暮客
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诗人把船停泊在烟雾蒙蒙的沙洲
边，极目四野一片空旷，有天低于树
的感觉，正因为江水清澄，才会有月
影与自己接近为伴的感觉。羁旅中
的诗人眼见日落黄昏，一段新旅愁
油然而生，在这清旷苍茫的景色中，
满含着诗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浓浓
感情：孤寂之感，落寞之情，故土之
思，生命之多艰。一种与生俱来的
乡愁栖息在诗人孤独的灵魂深处，
仿佛只有江中月影才能与他亲近做
伴，给他一点慰藉，也许只有人到中
年，才有这份深切而独特的感受。

秋之真实，使我们变得宽容；秋
之深情，使我们变得执著；秋之朴
素，使我们变得自然；秋之高远，使
我们变得深沉；秋之成熟，使我们变
得清明。怀抱秋之气魄，咀嚼秋之
韵味，对生命透彻的领悟，对人生沉
着的应对，对万物谦卑的敬畏，这些
都是秋馈赠给我们的大智慧和大胸
襟，让这些大智慧和大胸襟融入我
们的生命里，并启迪我们迎接人生
中的各种挑战，让我们更坦然地面
对生命中必然来临的冬季！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珠
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个人
作品集15部）

辛丑岁晚，余独行海滨，过城市
阳台，乃慕名而登。此余青春故地，
携侣曾游；而今新冠未净，风寒客
稀，物易时移，惆怅莫名。惟渔女窈
窕，宛若故人，盈盈一水间，春秋四
十矣！于是远眺沉吟，一韵成赋，不
觉春及壬寅。

噫嚱！渔女，横空出世①，凌波
仙子；娉娉袅袅，在水之坻。螓首蛾
眉，绾秀发成云髻；柳腰藕臂，纷渔
网若霞披。玉钏柔荑，捧明珠以献
瑞；金莲微步，濯清涟而祛泥。水月
松风，抿菱角以含睇；汀兰岸芷，偕
鸥鹭而望矶。

更南卧雄狮，北伏野狸；西面
景山，东来紫气。巧夺天工，融香
炉于一体；善解人意，引嘉客于两
堤。婚纱曳地，鸳梦信印岩渚；羽
衣照水，雁书传语潮汐。众庶熙
熙，佑群生以福祉；独行踽踽，俾游
子以慰藉。

噫！渔女，春风十里，谁人如

你？弱水三千，在此一滴。依大海
为姓氏，拜龙王如父执；赋名城以标
志，结神浒之桂旗②。幸甚至哉！
吾不知谁与比拟。

噫！兴正道于沧桑，岂无信
史？创杰作于海曲，诚有来历。曩
者珠海初建，特区肇始。潘鹤大师，
身怀绝技③。守初心，惜初恋；浮巨
舰，载巨石。苦心孤诣，雕十吨之拙
璞；沧海独钓，塑百媚之清逸。岸线
逶迤，舞千寻之绿袖；湾区旖旎，倾
万斛之涟漪。此诚时代之娇子，岭
南之胜迹也！

噫嚱！昔我初渡，洪波涌起；情
侣有路，青春无敌。九路公交，半箱
行李；惊鸿一瞥，华发四季。然则江
风浩浩，奔流故郡之水；海天莽莽，
独立他山之石。华灯初上，可曾芳
心暗许？静夜回眸，未免形单影
只。月明星熠，沐高光以自喜；刀凿
斧劈，怀隐痛而谁知！

噫！今我蹉跎，霜鬓有丝；渔

女无恙，四方坤仪。况天鸽山竹，
汪洋恣肆④；魂兮归来，何枝可
依？翩翩乎，逡巡洛川之涘；漾漾
乎，浣澣若耶之溪。踟蹰兮，回眸
洞庭烟雨；仿佛兮，翘首巫山绝壁。

噫！渔女，你是弱水？你是顽
石？你是芳草？你是琼枝？询身世
已难考，审传说之无稽；怅仙踪其难
觅，犹凡尘之可及。红尘滚滚，翩翩
白领佳丽；白发苍苍，渺渺红颜知
己。十里人烟，寞寞阳台倩影；万家
灯火，珊珊宅院贤妻。

日月贝前，欲言又止；香炉湾
畔，似曾相识。嘤嘤乳名，斑斑户
籍；忧心如焚，惘然若失。

噫嚱！渔女，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寻觅；水茫茫其寥廓兮，
谁与沉浮而搏击？

顺流逆流，是你非你；岁月宛
转，今夕何夕！名动三界，精鹜九
嶷；神光离合，念兹在兹。

海上云天，飘飘乎臆托帝子；天

下珠海，攘攘兮谱写传奇。盛世香
湾，曾记否筚路蓝缕？珠光宝地，勿
相忘手足胼胝。风雨兼程，忆峥嵘
岂堪伏枥？芳华绝代，慕窈窕长歌
淑离！

注：
①珠海渔女巨型石雕高 8.69

米，重量达 10 吨，用花岗岩分 70 件
组合而成。

②汉魏曹植《洛神赋》有“左倚
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
采湍濑之玄芝”之句。

③潘鹤，男，1925 年 11 月生于
广州，籍贯广东南海。中国著名雕
塑家、书画家。珠海建市之初，时任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潘鹤应邀创作巨
型石雕——珠海渔女，并于1982年
秋安装峻工。2020年11月22日，潘
鹤在广州因病去世，享年95岁。

④超强台风天鸽2017年8月23
日登陆珠海，为2017年以来登陆中
国的最强台风。

想象两只蚂蚁，物质上
它们奉行极简主义，精神上朴素，遵循美
生命的底色？空气里有一种空，身披缁衣

想象两只蚂蚁，在忙碌劳役
各自想象对方的旅途邂逅
从此它们在相互爱慕中游戏

爬行在义务的森林，我深入一只蚂蚁的梦
一眼就认出面前我变身的你，多少劫多少世
修得此刻？我颤抖着握住你手足递来的惊奇

无题

比柳丝绿
比烦恼黑
像你的吻一样绵长的春雨

我想吃，我正在吃
像吃你——这带着花香
晶亮如葡萄的甜

在天穹的伞下，执手依偎
才能填补，此刻我静寂如古井
深似大虫肠胃的饥饿

情侣南路漫步

在酷热之夏阵雨间隙的傍晚
请漫步闲情流淌椰风的情侣南路
可以伸手抚面，但勿搅动头顶

比大洋鱼群还要丰盛百倍的白云银云或红
云金云

可能对躯体放电——让人酥麻乃至瘫痪
在画面迷魂令灵魂出窍人身出离人生背影
抛开倒影的港湾

江边，八泉街社区的一株木槿

抬头即见
高台上单株一树
斜伸的一枝，故人般
朵朵粉紫的大笑

台阶，树下
团团点点的夕光
斑斓舜华——跌落的翅膀

教我端详，大大小小
绿色榴弹炮似的花蕾
在演练或准备
它们依次发射的
明天与后天

你我交互的目光里
有一条江，它每时每刻
都在卷走自己的浪花
就在
几十米外

来不及赏公园的花
看湖边的柳绿
路再次安躺
平日的步履
锁进了道道空巷

又是乌云肆意
没有蜂飞和蝶舞
寂静盖住寂静
只见一站又一站
跃动的面罩和白衣

村口那座庙
飘起轻轻的紫烟
声缓或声急
村姑挨着村姑
一次一次在祈许

上苍啊，什么时候
东风拂去彷徨
让春梦回到大地
轻轻地敲开
那扇紧闭的心窗

春分

天象轮回

阴阳各半的时光
把大地唤醒
大街小巷升温了
燕子衔来春泥
门前的树捧起鸟啼

多情的风烂漫
雾霾吹散了
桃红柳绿飘扬
欢快的舞曲
在黎明和黄昏
热闹了一片广场

手机却响起反调
远方的硝烟撼动抖音
血和断肢溅满寒雪
奔涌的泪祷告
民居和教堂
依然埋入乌云

为什么春分有异
可怜残垣下的孤魂
沉雷在视屏响了
我多么希望
有一道闪电
照亮那片天空

早上 下了一场大雨
风 裹挟着雨滴
铺天盖地从天而降
把世界冲洗得干干净净

这让我想起北方的冬天
白雪覆盖的世界
洁白得一尘不染
仿佛整个世界没有一点污秽

而我所向往的
是没有雾霾的天空
透着澄净的蓝
那蓝幕上点缀的美丽云朵

云朵下的芳草绿茵
还有干净纯洁的孩子们
在公园绿地上嬉笑 玩耍
清澈的眸子里
闪烁无邪的爱的光芒
这一刻 世界如此洁净辽远

早上 下了一场大雨
风 裹挟着雨滴
铺天盖地从天而降
这自动洗衣机
真是搞卫生的高手
顷刻间把世界冲洗得干干净净

浮香淡，疏枝黯，驭寒
清逸裁灵剪。松风比，危崖
牴，紫云笼月，野村雪霁。
旖！旖！旖！

柴扉掩，霜禽探，院迷
萧影垂骄绽。幽操异，铅华
洗，避锋尘蠹，窭窗择毗。
契！契！契！

鹧鸪天·中秋赏月思小女

风送云笺天地间，皎光
作御骋银鞍。森森万树秋
弗老，错彩铺花到荆南。归
雁阵，酒茶残，一腔惆怅泛
酡颜。阳台满月摩空座，故
向妻儿示燕闲。


